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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

保温板材及其制作方法，防火保温板材由面层和

保温层复合而成，所述面层和保温层之间通过高

强度的粘合剂层粘结，所述面层为改性木材，所

述面层的表面喷涂一层高膨胀防火涂料层，所述

保温层为高密度憎水岩棉板。与现有技术相比，

该板材阻火性能明显，发生火灾时可快速膨胀或

碳化，耐火极限长、耐冻融性强，表面强度高，不

易开裂及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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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由面层和保温层复合而成，所述面层和保

温层之间通过高强度的粘合剂层粘结，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层为改性木材，所述面层的表面

喷涂一层高膨胀防火涂料层，所述保温层为高密度憎水岩棉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火涂料层采用单面喷涂法喷涂，喷涂厚度为1-2mm，所述防火涂料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苯丙乳液30-40份、环氧树脂20-30份、有机阻燃剂10-15份、无机阻燃填料5-10份、分散

剂1-2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有

机阻燃剂为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无

机阻燃填料选自水泥、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铝、氢氧化镁的一种或多

种混合物。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分

散剂为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火涂料层的防火涂料具体制备方法为：

（1）将无机阻燃填料筛分，除去粗颗粒；

（2）将无机阻燃填料与有机阻燃剂混合，然后加入苯丙乳液、环氧树脂以及分散剂，在

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即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粘

合剂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水玻璃15-50份、酚醛树脂5~15份、六次甲基四胺1~3份、氧

化镁粉20~30份、高铝粉10-20份和六偏磷酸钠1-1.5份，通过混合制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所述改

性木材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

（b）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

升温至120~140℃，增压至0.2-0.4MPa，处理8-10min；

（c）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

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特征在于，步骤

（c）所述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150-250纳米，凹槽的尺寸宽度为1-2mm，深度为1-2mm。

10.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的制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加工改性木材，备用；

（2）制备高强度粘合剂，备用；

（3）制备高膨胀防火涂料，备用；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成防

火涂料层，固化后即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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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火保温板材，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

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的公路、铁路建设重点不断西移，公路铁路隧道的建设逐年增加，高海拔

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常规建设的隧道冻害现象极为突出。尤其当隧道所在地区

具有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时，需要在隧道二衬表面设置复合型的保温层和防火层，

采用隧道拱墙保温板安装快速施工方法，以防止隧道冬季冻害及运营期间的消防安全。

[0003] 目前，隧道的防火保温领域中应用较多的就是隧道二衬表面直接喷涂防火涂料，

由于隧道二衬表面光滑，有油污、假皮等，故防火涂料与二衬的粘结强度不高，容易脱落；另

外，在我国寒冷和严寒地区，隧道普遍只做防火而忽视隧道的保温性能与效果，这对隧道衬

砌起不到任何防冻融作用，对隧道的冻害较大。近年来，全球森林资源日趋枯竭，社会环保

意识日益增强，同时对木材的应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有材料普遍存在耐火时间短、

耐火极限低、耐冻融性差、易开裂、粉化的问题。

[0004] 中国专利CN102434176A公开了一种隧道用的防水防火保温复合板的制备方法，根

据隧道的具体形状制备与之相对的保温层、防水层，防火层和美观层，然后把上述四层之间

均用粘结层粘贴在一起，但其阻燃性、耐冻性以及表面强度依然没有达到高标准使用要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

板材及其制作方法，该板材阻火性能明显，发生火灾时可快速膨胀或碳化，耐火极限长、耐

冻融性强，表面强度高，不易开裂及粉化。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由面层和保温层复合而成，所述面层和保温

层之间通过高强度的粘合剂层粘结，所述面层为改性木材，所述面层的表面喷涂一层高膨

胀防火涂料层，所述保温层为高密度憎水岩棉板。

[0007] 优选地，所述防火涂料层采用单面喷涂法喷涂，喷涂厚度为1-2mm，所述防火涂料

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苯丙乳液30-40份、环氧树脂20-30份、有机阻燃剂10-15份、无机

阻燃填料5-10份、分散剂1-2份。

[0008] 优选地，所述有机阻燃剂为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

合物。

[0009] 优选地，所述无机阻燃填料选自水泥、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

铝、氢氧化镁的一种或多种混合物。

[0010] 优选地，所述分散剂为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

[0011] 优选地，所述防火涂料层的防火涂料具体制备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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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无机阻燃填料筛分，除去粗颗粒；

（2）将无机阻燃填料与有机阻燃剂混合，然后加入苯丙乳液、环氧树脂以及分散剂，在

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即得。

[0012] 优选地，所述粘合剂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水玻璃15-50份、酚醛树脂5~15份、

六次甲基四胺1~3份、氧化镁粉20~30份、高铝粉10-20份和六偏磷酸钠1-1.5份，通过混合制

得。

[0013] 所述改性木材通过以下方法制备得到：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

（b）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

升温至120~140℃，增压至0.2-0.4MPa，处理8-10min；

（c）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

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

[0014] 优选地，步骤（c）所述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150-250纳米，凹槽的尺寸宽度

为1-2mm，深度为1-2mm。

[0015]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加工改性木材，备用；

（2）制备高强度粘合剂，备用；

（3）制备高膨胀防火涂料，备用；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成防

火涂料层，固化后即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16] 本发明防火保温板材，以改性木材作为面层，以高密度憎水岩棉板作为保温层，面

层与保温层之间通过高强度的粘合剂层粘结，在面层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层，以此形成复合

防火保温板材，该板材阻火性能明显，发生火灾时可快速膨胀或碳化，耐火极限长、耐冻融

性强，表面强度高，不易开裂及粉化。

[0017] 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

1、防火涂料层经过配方设计，具备优异的耐火性、耐冻融性及强度。

[0018] 基料苯丙乳液与环氧树脂对膨胀型防火涂料的性能有重大影响，若与其他组分匹

配良好，则既能保证在工作条件下涂层具有各种使用性能，又能在火焰或高温作用下使涂

层具有阻燃性和优异的膨胀效果。本申请以苯丙乳液和环氧树脂作为防火涂料成膜剂，具

有很强的内聚力、附着力和高化学稳定性，优异的抗冲击强度、黏结力与抗潮性能，较强的

耐腐蚀性和轻质量的材料特性。阻燃成分由有机阻燃剂与无机阻燃填料混合而成，有机阻

燃剂由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混合而成，三者的热分解温度与环

氧树脂匹配良好，有利于炭质层形成。以季戊四醇作为成炭剂，在膨胀阻燃体系防火涂料中

形成三维空间结构，不易燃烧，对炭化层起着骨架的作用。并且组分中含有无机阻燃填料，

如水泥、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铝、氢氧化镁等，更进一步起到阻燃作

用。分散剂采用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分散剂的作用，第一，防止涂料加水后分散不均匀，

产生沉淀；第二，增大涂料的附着性；第三，增加涂料的分散性，便于用机械喷涂或手工抹

涂。

[0019] 2、粘合剂层经过配方设计，粘结强度高、耐火、耐冻。粘合剂层由水玻璃、酚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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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六次甲基四胺、氧化镁粉、高铝粉和六偏磷酸钠混合制得，氧化镁粉和高铝粉的加入有

助于阻燃，六偏磷酸钠与六次甲基四胺有助于抗冻，水玻璃与水性酚醛树脂有助于提高粘

结强度。

[0020] 3、根据木材特性，对其进行改性，经过高温高压处理，有效对木材浅表层组织结构

进行软化松散，提升表面无序性。干燥打磨后去除部分过于松散的表面组织，并在木材表面

构建微纳米级粗糙结构，形成纳米的粗糙结构，非常有利于防火涂料层的负载，可牢固结

合，不易脱落。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通过粘合剂可以更牢固的与岩棉板结合，发

生火灾不易开裂。

[0021]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防火涂料层；2-面层；3-粘合剂层；4-保温层。

[002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5] 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其结构如图1所示，由面层2和保温层4复合而

成，面层2和保温层4之间通过高强度的粘合剂层3粘结，面层2为改性木材，面层2的表面喷

涂一层高膨胀防火涂料层1，保温层4为高密度憎水岩棉板。防火涂料层1采用单面喷涂法喷

涂，喷涂厚度为1-2mm，岩棉板厚度为2-5cm，改性木材厚度为2-4cm。

[0026] 实施例1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

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升温至120℃，增压至0.4MPa，处理10min；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

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

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150纳米，凹槽的尺

寸宽度为2mm，深度为2mm。

[0027] （2）按以下重量份配比，水玻璃15份、酚醛树脂5份、六次甲基四胺1份、氧化镁粉20

份、高铝粉10份和六偏磷酸钠1份，将它们混合均匀，制得高强度粘合剂。

[0028] （3）将水泥、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筛分，除去

粗颗粒，与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混合，然后加入苯丙

乳液、环氧树脂以及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在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高

膨胀防火涂料。其中，苯丙乳液30份、环氧树脂20份、有机阻燃剂10份、无机阻燃填料5份、分

散剂1份。

[0029]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

成防火涂料层，60℃固化4小时后，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30] 实施例2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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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

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90%，升温至140℃，增压至0.2MPa，处理8min；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

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

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250纳米，凹槽的尺

寸宽度为2mm，深度为2mm。

[0031] （2）按以下重量份配比，水玻璃50份、酚醛树脂15份、六次甲基四胺3份、氧化镁粉

30份、高铝粉20份和六偏磷酸钠1.5份，将它们混合均匀，制得高强度粘合剂。

[0032] （3）将水泥和膨胀蛭石筛分，除去粗颗粒，与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

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混合，然后加入苯丙乳液、环氧树脂以及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在高

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高膨胀防火涂料。其中，苯丙乳液40份、环氧树脂30

份、有机阻燃剂15份、无机阻燃填料10份、分散剂2份。

[0033]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

成防火涂料层，60℃固化4小时后，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34] 实施例3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

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升温至130℃，增压至0.3MPa，处理9min；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

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

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200纳米，凹槽的尺

寸宽度为1.5mm，深度为2mm。

[0035] （2）按以下重量份配比，水玻璃30份、酚醛树脂10份、六次甲基四胺2份、氧化镁粉

25份、高铝粉15份和六偏磷酸钠1.3份，将它们混合均匀，制得高强度粘合剂。

[0036] （3）将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和氢氧化镁筛分，除去粗颗粒，与质量比

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混合，然后加入苯丙乳液、环氧树脂以

及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在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高膨胀防火涂料。其

中，苯丙乳液35份、环氧树脂25份、有机阻燃剂12份、无机阻燃填料8份、分散剂1.5份。

[0037]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

成防火涂料层，60℃固化4小时后，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38] 实施例4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

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升温至125℃，增压至0.3MPa，处理10min；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

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

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100纳米，凹槽的尺

寸宽度为2mm，深度为2mm。

[0039] （2）按以下重量份配比，水玻璃20份、酚醛树脂5份、六次甲基四胺1.5份、氧化镁粉

25份、高铝粉15份和六偏磷酸钠1份，将它们混合均匀，制得高强度粘合剂。

[0040] （3）将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筛分，除去粗颗

粒，与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混合，然后加入苯丙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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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树脂以及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在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高膨胀防

火涂料。其中，苯丙乳液35份、环氧树脂25份、有机阻燃剂15份、无机阻燃填料5份、分散剂1

份。

[0041]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

成防火涂料层，60℃固化4小时后，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42] 实施例5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

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升温至135℃，增压至0.2MPa，处理8min；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

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

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250纳米，凹槽的尺

寸宽度为2mm，深度为2mm。

[0043] （2）按以下重量份配比，水玻璃25份、酚醛树脂10份、六次甲基四胺1份、氧化镁粉

25份、高铝粉10份和六偏磷酸钠1份，将它们混合均匀，制得高强度粘合剂。

[0044] （3）将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筛分，除去粗颗粒，与质量比

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混合，然后加入苯丙乳液、环氧树脂以

及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在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高膨胀防火涂料。其

中，苯丙乳液35份、环氧树脂25份、有机阻燃剂15份、无机阻燃填料5份、分散剂1份。

[0045]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

成防火涂料层，60℃固化4小时后，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46] 实施例6

一种用于高寒地区的隧道防火保温板材，具体制作方法如下：

（1）将木材清洗，去除表面灰尘，清洗后的木材进行高温高压处理，放入密闭罐中，保持

罐内的相对湿度不小于80%，升温至130℃，增压至0.4MPa，处理10min；将高温高压处理后的

木材干燥至水含量不大于10%后，在木材上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使木材表面得到微纳米级

粗糙结构，在木材下表面加工出条形凹槽，微纳米级粗糙结构的尺寸为200纳米，凹槽的尺

寸宽度为2mm，深度为1mm。

[0047] （2）按以下重量份配比，水玻璃20份、酚醛树脂10份、六次甲基四胺1份、氧化镁粉

20份、高铝粉15份和六偏磷酸钠1份，将它们混合均匀，制得高强度粘合剂。

[0048] （3）将水泥、膨胀蛭石、膨胀珍珠岩、轻质碳酸钙、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筛分，除去

粗颗粒，与质量比为2:1:1的聚磷酸铵、三聚氰胺与季戊四醇的混合物混合，然后加入苯丙

乳液、环氧树脂以及乙酸乙烯酯聚合物乳液，在高速搅拌机中充分搅拌，混合均匀，制得高

膨胀防火涂料。其中，苯丙乳液35份、环氧树脂25份、有机阻燃剂15份、无机阻燃填料10份、

分散剂2份。

[0049] （4）将改性木材与岩棉板通过粘合剂粘合，然后在改性木材表面喷涂防火涂料形

成防火涂料层，60℃固化4小时后，得到防火保温板材。

[0050] 对实施例1-6制得的产品进行产品性能测试。

[0051] 耐火极限以及粘结强度测试按照GA98—2005《混凝土结构防火涂料》的测试步骤

进行。耐冻融循环按《建筑涂料涂层耐冻融循环性测定法》进行如下步骤测定：制作四块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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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为150mm×200mm×（6-10）mm的试件板，将涂料涂于其表面，涂面朝上置于试验台，在温度

为（23±2）℃，相对湿度为（50±5）%环境下，放置7天以上；将试件常温放置24h后，置于（23

±2）℃空气环境中18h；然后将试件放入（-20±2）℃的低温箱中3小时；取出试件，立即放入

（50±2）℃的恒温箱中3h，此为一次循环；循环结束后取出试件进行评定，检查试件板涂层

有无粉化、开裂、剥落、气泡等现象，具体测试结构如表1所示。

[0052] 表1 实施例1-6产品测试结果

序号 耐火时间/min 粘结强度/Mpa 耐冻融性/次

实施例1 147 0.52 41

实施例2 132 0.64 38

实施例3 152 0.71 51

实施例4 138 0.57 42

实施例5 148 0.61 44

实施例6 141 0.56 39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熟悉

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原理

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域技

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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